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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主題電影院  【畢業季】—職場新鮮人影展

■播放場次： 14：00起／ 16：30起  ■地點：1F 簡報室

6/07(四)

麻辣女強人
Morning Glory

地方電視台新聞節目製作人貝琪傅勒(瑞秋麥登絲飾)

前往大都會工作的美夢終於成真，她被挖角到紐約製

作全國聯播的麻辣女強人節目，但是從她開始工作的

第一天，這個美夢就很有可能成為一場惡夢。

片長108分 

6/14(四)

世界是平的

Outsourced

本片改編自同名暢銷書，獲西雅圖國際影展最佳影

片，與多倫多影展、溫哥華影展等獎項。男主角陶徳從

美國被派駐到印度，去管理一個外包的客服中心，但

文化的隔閡卻造成了許多誤解，直到他認識了一位當

地的女孩，才讓他明白應該學習適應當地文化…

片長103分 

6/21(四)

穿著prada的惡魔

The Devil Wears 

Prada

來自小鎮的社會新鮮人，因緣際會下得到一個所有女

孩夢寐以求的工作，成為伸展台雜誌知名編輯米蘭達

普瑞斯特(梅莉史翠普)的私人助理。片中描述為了在

這個圈子裡努力往上爬的女孩們的辛苦、辛酸及種種

不合理待遇…

片長109分 

6/28(四)

型男飛行日誌

Up in The Air

本片描述一名“企業資遣專家”因為工作需求，生活

一直都在搭飛機、租車及住旅館中度過，他的人生目

標就是累積到一千萬飛行哩程數，當他快要達成目標

時，突然發現他想要接受一段感情，開始思考擁有一

個家的意義…

片長109分 

普：一般觀眾皆可觀賞！ ：未滿6歲之兒童不得觀賞，6歲以上12歲未滿之兒童須父母、師長或

成年親友陪伴觀賞！ ：未滿12歲之兒童不得觀賞！ ★提醒您依規定分級欣賞影片！★

熱門電影院   金獎電影系列
■播放場次：6/17(日)下午2:00起   ■地點：B1國際會議廳

魔球 Moneyball 片長133分

『魔球』入圍2012年第84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影片、最佳男主

角…」等六項獎項。本片改編自美國著名作家麥可路易士同名小說 

“魔球”，劇情敘述美國職棒大聯盟奧克蘭運動家球隊經理比恩如何以

數據分析來取代球隊的評斷，成功以小搏大，創下美國聯盟20連勝的紀

錄。

★週四播放之電影連播兩場，第一場開始播映時間14:00、第二場開始播映時間16:30；每場放映

前30分鐘開放入座。第一場未能入內之排隊讀者，可優先領取第二場號碼牌，惟需於放映前5分

鐘入座，逾時視同放棄，同時開放其他候補讀者入內★

★簡報室座位計有65席（含工作人員1席），每場次開放至額滿為止，當日電影播畢未能入場觀影

者，歡迎至2樓視聽區內閱或外借各種影片★

★B1國際會議廳座位計有500席，影片放映前30分鐘開放入座，額滿為止★

館藏臺灣學研究書展  

臺灣大調查－館藏日治時期調查報告類書展

書藝風華－館藏裝幀形式展

■時間：即日起～7/15

■地點：6F 臺灣學研究中心

日本在領臺前已對臺灣展開調查研究，1871年，日

本以臺灣原住民殺害琉球難民一事為由，陸續派人來臺

進行調查。

日本領臺後，臺灣總督府為了充分掌握臺灣的土地

狀況、人口結構及住民慣習，治臺初期展開土地、舊

慣、戶口等調查事業。在土地調查等平地調查工作告一

段落後，總督府進一步從事林野調查；而舊慣調查包括

漢人、原住民舊慣之調查；戶口調查則係每隔五或十年

定期進行全臺戶口普查。此外，為了防治熱帶傳染病、

風土病，乃展開衛生調查工作；同時，為掌握臺灣社會

的宗教信仰狀況，而實施宗教調查。

總督府及其地方官廳分別設置各種調查研究機構，例如農事試驗場、糖業試驗

場、園藝試驗場、茶樹栽培試驗場、中央研究所等均屬之。配合日本的南進政策，臺

灣總督府所屬的調查研究或高等教育機關亦積極派遣專家學者前往華南、南洋從事調

查研究工作。其結果，留下為數可觀的成果，不僅成為總督府各項政策和施政之重要

參考和依據，且奠定臺灣近代學術之基礎。

【映畫活動】配合展覽主題播放相關影片，歡迎觀賞

片格轉動間的臺灣顯影/南進臺灣 (片長64分鐘)

■日期：6/9(六)、7/4(三)  

■時間：14:00開始放映

■地點：6F 臺灣學研究中心多媒體放映區（展覽區旁)

李育萱書印個展
■時間：6/16～6/28

■地點：4F 雙和藝廊

李育萱，字彥琳，台大中文系畢業，高師大國文系研究

所進修。此次展出之書法各體兼備，而尤著力於小篆及行

草，因篆能凝神，草能暢志。含蓄典雅的文人氣息是主軸，

然已埋下邁向開闊雄健的伏筆，且能以筆趣凸顯全文之蒼茫

渾樸，以墨韻表現行草之節奏。篆刻部分，喜以小篆入印，

往往藉古人詩句抒情、述志、詠物，樂此不疲。少量的畫

作，是近二年的習作，由衷感激師長的肯定及鼓勵展出。不

斷的精進，使藝境日新又新，是自我期許，也是對所有教導

過我的師長們的感恩與回饋。尚祈藝壇先進不吝指教。

自101年5月20日起，陽明山中山樓將由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接管。中山樓曾為

前國民大會專屬議場，及歷任國家元首接待

各國貴賓或舉辦國宴之重要場所，至今仍完

整保留許多見證我國憲政發展及其他有關近

代史事的重要場景，深具歷史意義，是非常

珍貴的國家文化資產。

陽明山中山樓管理所

■地址：台北市陽明山陽明路2段15號 ■電話：(02)2861-0565 

■ 交通指南：捷運－淡水線【劍潭站】下車轉乘公車紅5、公車260、紅5【教

師研習中心站】下車，例假日可搭乘假日休閒公車109、111【教師研習中心

站】下車

■ 參觀時段：陽明山中山樓現為市定古蹟，為保管維護場地設施及人力限制，

暫不予開放自由參觀；每日固定開放4個時段（08:30、10:00、13:30、

15:00），並提供1小時之免費導覽服務。

悠然雅致－古雅仁油畫創作展
■時間：6/2/～6/13

■地點：4F 雙和藝廊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作品以靜觀自得為本，借

用大自然賜予的元素為創作主題，透過細膩嚴謹的

古典寫實風格，畫家古雅仁溫柔內斂地描寫靜物的

變化，閃爍流動的光與靜謐優雅的影交錯於畫面，

光影下的靜物呈現了畫面中唯美的詩性，讓觀者由

凝視進入內省沉思的靜地。

藉由靜觀畫面的過程中，讓人放下心中的一切煩擾對待，回歸到最初的原心，感

動體會萬物之美。邀請您來欣賞這場美的饗宴，感受藝術中豐富而美麗的生命氣息。

■時間：即日起～7/6(週二至週五9:00～17:00)

■地點：5F 特展室

裝幀到底是什麼？

你手中的這整本書的樣子，就是經過裝

幀設計的結果！

封面是，封底也是，書衣是，書腰帶當

然也是。所以「裝幀」一詞，是指圖書的設

計，透過設計將有關書的各種元素結合在一

起。這個名詞在20世紀初期開始被廣泛的使

用。透過這個展覽，我們挑選館藏裡中式、

和式及西式書籍設計的珍品，邀您一起來趟裝

幀的藝與美旅程…

政府出版品主題書展　生態與環境
■時間：6/5～6/24

■地點：3F 新書展示區

由於地球環境與氣候變遷，溫室效應造成全球暖化，並對

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要保護和改善生活環境，

就必須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此次書展聚集

生態保育、環保資訊、節能減碳、綠色消費等

主題。展出圖書包括《看見淡水河流域河川自

然生態彙編》、《臺灣的自然資源與生態資料

庫：生物多樣性》等，期藉由書展向大眾介紹

保護生態環境的重要性，並於日常生活實踐環

保意識與行動。

主題書展　拯救海洋，保護環境
■時間：5/15～6/24

■地點：2F 新書展示區

人類生活在長期高度發展後，對地球環境帶來極多不良的影響，而占地球面積七

成的海洋及其生態，更是受到許多破壞。為宣導節能減碳的環保知識，此次書展以介

紹海洋環境、海洋生態及地球暖化為主，輔以環境教育之圖書，讓民眾瞭解地球環境

被破壞之嚴重性，共同力行節能減碳，以保護海洋及生活環境。

上海宴

活水文化創意園區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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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名：魔髮奇緣（片長100分鐘　　）

■時間：6/9（六）14：00開始放映

■地點：1F 簡報室  

■ 自由參加（活動前15分鐘開始進場）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滴陽光從天堂落入凡間，長

出了一朵神奇的金花，它具有療傷治病的能力。幾個

世紀過去了...一個寧靜的王國裡，國王為了拯救即

將臨盆卻生重病的皇后，命人找回擁有神奇魔力的金

花。皇后服下金花後，果然身體痊癒，並生下樂佩公

主，但是金花的魔力是女巫葛索永保青春的來源，為

了報復，葛索偷走了樂佩公主，將她藏在無人能及的

隱蔽高塔裡，撫養她長大，葛索也能隨時利用樂佩的

金髮中蘊藏的魔力讓自己永遠不老。

親 子 影 片 欣 賞

普

故 事 童 樂 會 聽故事時間 終身學習系列講座  

歌聲越過山丘─文學旅途中的人與事

樂活健康講座  

遊歷寶島─讀萬卷書,更要行萬里路

陳義芝（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副教授）

■時間：6/16（六）10：00-12：00

■地點：B1 國際會議廳

講者為中生代詩人、作家，曾任職媒體，擔任副刊主編，與

文化界人士交遊甚廣。本講將講述他於文學追求途中所經歷、所

觀察的人事，藉此可略窺文壇現象、文人風采、文學原理。

講題出自講者最新出版的散文集，題名具象徵意義：你我

都是樂器，由命運的琴手握在手裡。而時間，是一艘張開翅膀

的飛船，時間越過的山丘，是旅途中標高的驛站。一個個驛站連

起來，就形成了生命的重巒疊嶂。

林宗聖（臺灣登山研究所負責人）

■時間：6/20（三）14：00-16：00

■地點：4F 4045教室

因應退休人潮愈來愈多, 保健與休閒意識的提高，要活

得健康,漫活休閒旅行是種不同體驗，也日漸深受大家喜愛，

臺灣是塊美麗的寶島，豐富多元的高山地形是世界罕見， 本

講座邀請著有從城市到鄉間，從群山到巷弄，臺灣深度風景

旅遊書作者，以及帶領銀髮族趴趴走豐富經驗老師，讓大家

參與學習「活到老,學到老」及「讀萬卷書,更要行萬里路」

不一樣的課程體驗。

主題：地球我的家

時間：週三△上半場15：00-15：30 ▽下半場15：30-16：00

地點：B1 樂學室

對象：4-8歲兒童及家長，自由參加（活動前15分鐘開始進場）

▼ 6/06（三）△ Recycle every day!/ 邵源源　

　　　　　　▽ 從山裡逃出來︰垃圾，丟啊!/曾琬妤

▼ 6/13（三）△ 嫦娥奔火星 / 林麗容、洪素娥　

　　　　　　▽ 野雁的故事 / 閔繼英

▼ 6/20（三）△ 跟我一起看地球 / 陳信美　

　　　　　　▽ 挖土機年年作響 / 章寶英

▼ 6/27（三）△ 寶兒 / 洪秀鳳　

　　　　　　▽ 狼來了/ 溫麗貞

臺灣學系列講座  

賴和的賽德克巴萊：解析1931年《南國哀歌》
林瑞明（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臺灣文學系合聘教授）

■時間：6/9（六）10：00-12：00

■地點：4F 4045教室

1930年霧社事件的發生，引起島內外人士的關注。

1931年，賴和寫下《南國哀歌》，詩中一方面對於犧牲的

霧社原住民寄予同情，譴責總督府長期對原住民的剝削與

壓迫；另一方面讚揚霧社原住民守護尊嚴的勇氣，並藉此

鼓勵平地漢人敢於反抗殖民統治的決心。

去年，在導演魏德聖的鏡頭下，我們看到賽德克勇士

們的驕傲與無畏。今年，詩人林梵(林瑞明老師)將解析賴

和的筆下又是如何書寫賽德克勇士們。

與作家有約  《福爾摩沙三族記》

陳耀昌（臺大醫院醫生）

■時間：6/14（四）14：00-16：000

■地點：4F 4045教室

十七世紀末的大航海時代，多少人懷抱著夢想前進異

域，卻不可避免地捲入歷史洪流的激烈動盪。臺灣最早期的

開拓故事便發生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陳耀昌醫師以極具現

代感的筆法，塑造出西拉雅女子、荷蘭少女與漢人大將軍三

個角色，寫出他們三人與周遭眾人面對大時代動盪的夢想與

掙扎，是書寫臺灣早期開拓史最精彩的一本小說。

書中對鄭成功這位英雄的光明面與黑暗面也有非常精采

的描寫。「國姓爺」不只是西方記載所醜化的「毫無人性的暴

君」，也不是東方民間傳說中的神化人物，而是一位有著伊底帕斯情節、有血有肉的

悲劇英雄，一方面性格堅毅、聰穎過人、吸引眾多部將長年追隨，卻也多疑、易怒、

殘暴、殺人無數。小說末尾更對鄭成功之死做出驚人的詮釋。

繪 本 童 書 園 聽故事時間

故事名稱：米諾貓上街去買魚

故事帶領者：本館「繪本童書園」閱讀志工第3組

■時間：6/2（六）15:00-16:00

■ 地點：B1樂學室

對象：4-8歲兒童及家長，自由參加

（活動前10分鐘開始進場）

童書作家與小讀者有約

■日期：6/16（六）14:00-15:30

講題：《晴天有時哇哈哈》

講師：周姚萍 (《晴天有時哇哈哈》譯者)

歡迎親子、教師及故事媽媽參加。

自由參加（活動前15分鐘開始進場）

青少年主題書展    東方畫姬 德珍紀念展

■時間：6/4～7/29

■地點：3F 青春閱讀區

德珍本名江慶儀，為動漫圈知名插畫家，

有東方畫姬之稱，今年4月11日凌晨於作畫中猝

逝。留下作品包括銷售高達七萬本之畫冊，言

情小說封面、台北捷運儲值紀念套票、電玩人

物設定、知名訂婚喜餅等等。

德珍猝逝引發藝文界與動漫界震驚與哀

痛，為讓粉絲紀念及追思，特於本館三樓青春

閱讀區辦理『東方畫姬 德珍紀念展』。

兒 童 圖 書 主 題 書 展

主題：好書大家讀

■日期：6/1～6/30   

■ 地點：親子資料中心2樓 

你知道圖書館有好多好玩的圖書嗎? 有許多有趣

的故事嗎? 和我們一起來遨遊圖書館吧！感受新鮮有

趣的閱讀夢想之旅，本月展出與圖書館相關主題的兒

童圖書。

賴和


